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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博特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CBT）是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和高性能材料公司，总

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我们的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各种产品和解决方案，为运输、基础设施、环保和

消费品等关键行业提供服务。我们提供高性能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解决现今面临的挑

战，同时让他们做好准备满足将来的需求。我们对客户行业和影响他们运营的全球趋势有

着深刻理解，凭借于此，我们热忱推动客户业务并由此驱动我们致力于创新。 

创新 

      卡博特的力量在于，我们将这一认知与我们的技术专业知识相结合，最终与我们的

客户合作，通过创新和技术创造价值。130 多年来，我们在橡胶与特种炭黑、甲酸铯盐

水、活性炭、气凝胶、精细铯化学品、气相金属氧化物、石墨烯、喷墨色浆、母料和导电

混料等产品 领域一直是行业领导者，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我们通

过 @cabotlabs 不断创新，卡博特实验室将我们包括工程师、科学家和研究员在内的专业

团队与市场动态和领先技术相结合，从而提供满足将来需求的解决方案。 

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在全球拥有约 4,500 名员工，我们的客户了解我们在所服务的行业中占据全球

领导地位，并且看重我们致力于帮助他们在开展业务的任何地方实现发展。我们的员工拥

有进取心和创造力，他们是行业中最出色的一些技术、商务和制造精英。 

     我们崇尚诚信、尊重、卓越和责任的价值观。我们始终秉承这些价值观，作为我们与

客户、合作伙伴、分销商、股东和同事开展业务与共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卡博特 

（CA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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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我们致力于提高整个全球布局覆盖范围内的能源效率和工艺技术。我们遵循可持续发展

的业务实践开展运营，从而确保我们的员工、客户和周边社区的安全。因此，我们凭借提供

优质的产品解决方案享有声誉的同时，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行业标准。 

 

第一章，卡博特天津   

  

 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汉沽瑶山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顾卫忠，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76761421-9。 

 公司于 200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迄今累计投资达 2.4 亿美元，其中环境投资

高达 18.8%，卡博特天津是全球唯一的整合性炭黑生产基地，是卡博特全球产量最高、品种

最丰富、品质最稳定、技术最先进、环境保护最佳的炭黑生产基地，拥有四条橡胶炭黑生产

线、一条高性能特种炭黑生产线和一个色母粒工厂，年产能达 30万吨，配套两个能源中心。。 

      2017 年是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发展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 在保持生产运

营稳定的同时，公司投入 1.7亿元人民币用于产品升级、能源以及环保持续改进项目。特别

是在实施区域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的实践中，在滨海新区和天津开发区的积极支持下，由卡

博特新增蒸汽供应 35 万吨/年，成功实施了美丽天津重点工程之一的长芦汉沽盐场燃煤锅炉

关停，综合年供现代产业区 37 万吨和自发电 8500 万度，卡博特能源利用替代燃煤达 12.8

万吨/年。在区域合作，经济双赢的同时，环境和社会效益显著。   

     自 2006年生产运营以来，卡博特天津是行业最早投入大气治理设施的公司。 近年来，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改善大气污染的努力中，2015 年初卡博特公司总部即和天津工厂规划了

大气污染物进一步减排规划，这和卡博特公司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在保持二氧

化硫和粉尘超低排放远低于排放限值的同时，自 2016 起投资 8,700 万元人民币的

FGR/SNCR/SCR多级脱硝设施陆续投用和优化运行，在符合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公司 2016年

以来，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累计下降了 52%。 卡博特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与区域和谐发展，

致力于做节能减排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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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厂应用了许多行业领先的实践： 

 

 尾气余热余压再利用项目，年产蒸汽 55万吨，其中 60%的蒸汽向社区供应，自发电

9500万度，年节约标准煤 12.8万吨。 

 炭黑尾气深度利用是炭黑行业能源综合利用领域的成功探索，深加工尾气替代生产

燃料天然气 1400 万 NM3/年，节约标准煤 1.9万吨/年。 

 卡博特天津工厂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一流的二氧化硫排放控制的炭黑制造厂，从

而减少了 95%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实际排放只有环境标准限值的 10%。 

 2014年，天津工厂荣登由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发布的全国炭黑行业 “能效领跑

者” 榜首，成为行业的能效标杆。 

 2017年，完成了更高要求的减排计划和实施路线，投资 8700 万元，用于能源中心

的 SCR脱硝减排项目，两套装置分别于 2017年 11月和 2018 年 4月底投入运行。 

 2018年 3月，卡博特天津成为中国国内第一家独立认证的企业，获得业内最高环境

与安全准则的责任关怀 RC14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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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厂建设、发展历程和环境投资概览 

 

 2006年, 天津 1和天津 2 年产 11万吨橡胶碳黑生产线投入运行，同时能源中心 1

即尾气再利用生产蒸汽项目，和脱硫中心投入运行。 

 2007年, 天津 7生产线 2万吨特种炭黑投入运行。 

 2010年，天津 3和天津 4，16万吨橡胶炭黑； 新增能源-2 及脱硫建设项目运行。 

 2011年，年产 4.5万吨优质色母粒生产线建成投产。 

 2011年，尾气深度-替代加热炉天然气余热项目投入运行。  

 2015年，建成散水收集，回收利用项目，年回收散水雨水 10 万吨，用于湿法脱

硫。  

 2017年 11月，完成第一阶段 SCR脱硝项目 

 2018年 4月，完成第二阶段 SCR脱硝项目 

 

卡博特天津的生产及环境设施 100%的合规性下操作  

项目 环评批准文号 项目竣工验收 

炭黑尾气热源及脱硫能源中心 1  津开环评书[2005]001号  津开环验[2007]14号  

11万吨/年炭黑生产线  津开环评书[2005]002号  津开环验[2007]13号  

炭黑二期工程及能源中心 2项目  津开环评书[2007]012号  津开环验[2010]044号  

替代加热炉天然气余热余压利用   津开环评书[2010]024号  津开环验[2012]035号  

卡博特能源中心烟气脱硝项目 津开环评书[2017]058号  已完成自主验收 

1.8万吨/年特种炭黑  津开环评书 [2006]017号  津开环验[2008]36号  

年产 5万吨优质色母粒项目  津开环评书 [2009]014号  津开环验[2012]0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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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博特天津环境投资高达建设项目的 18.8%，远高于行业平均约 6%的水平。 

 

建设项目 环境项目 环境投资，万元 

天津 1&2 橡胶炭黑生产线 炭黑粉尘除尘系统 2,000 

  总计 3,260 

      

能源中心-1 脱硫系统 3,000 

  总计 3,081 

      

天津 7 特种炭黑  炭黑粉尘除尘系统 1,000 

  粉尘浓度连续在线监测装置 130 

  总计 1,790 

      

  能源中心脱硫设施 3,060 

 天津 3&4 橡胶炭黑 + 能源中心 2 炭黑粉尘除尘系统 1,200 

  总计 4,599 

      

色母粒  
废气集气排气设施及中央袋除尘

滤器 
1,150 

  总计 1,205 

能源中心 SCR 脱硝项目 能源中心 SCR 脱硝项目 8,700 

      

替代加热炉天然气余热项目 全资环保项目 7,748 

建设项目总计   30,383 

技术改进项目 原料油储罐油气回收项目 240 

  粉尘离子持续监控（PCME) 131 

  EC2 脱硝  630 

  总计 1,232 

总计 168000 万元 环境投资比例： 18.82% 3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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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卡博特“工厂开放日”活动 

  自 2013年起，卡博特天津工厂在组织全球安全日之外，还组织公众开放日，专门邀

请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学校、政府职能部门、专业机构、员工家属、客户、承包商、媒体

等相关代表亲自到工厂现场参观，问答互动，成为了推动社会加深对化工行业和责任关怀

的了解窗口，树立了工厂、社区和谐发展的“绿色化工”新形象。 

近年卡博特中国公众开放日主题 

2013年 创新品质环保工厂 

2014年 绿色化工，安全相随 

2015年 走进绿色工厂，感受品质生活 

2016年 链接绿色化学，共筑同片蓝天 

2017年 创新化学，智享生活 

2018年 化学助环保，创新促宜居 

2019年 责任领航 关怀相伴 

据不完全统计，各方参与卡博特开放日活动的人员累计已近万人，通过公众开放日，促

进了各方对现代化化工生产的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而参与者也纷纷变成了责任关怀的

宣传员，将责任关怀的理念传播的更远、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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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持续改进  

 

 卡博特天津工厂继续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付诸不懈努力，在确保 100%法规符

合性的同时，引入最佳实践，以最优化的效能、最小量的排放和清洁生产技术助推

可持续发展动力。 

 实现脱硫废渣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处置 

    天津工厂持续寻求可再生利用渠道，使固体废物资源化。在地方环保局的支持

和帮助下，卡博特天津工厂与当地优秀的具有科技研发能力的固体废物再生公司合

作，通过一段时期的专门生产试验和运行测试，成功的实现了将脱硫废渣（无害的

硅藻土和硫酸镁）转化为轻型、环保建筑材料。运行一年以来，年废渣实现资源化

处理量达 500吨，有效的减少了环境负荷。   

 油气回收项目的持续良好运行 

 

                   

 

✓ 天津工厂在 2011 年完成油气回收设施安装和运行，全部 14 个原料油储罐和日

用槽罐均运用了油气回收技术。   

✓ 该技术对油罐的油蒸汽通过负压管道集中到冷凝罐，在罐中设有油雾分离填

料，在罐顶部经除雾的管道经风机输送到生产线的 TGB 风机进口，与新鲜风混

合后燃烧，既可以节约尾气，又完全避免了油气的环境排放。  

✓ 自投用以来，该系统转移挥发性气体效果明显，2014 年工厂有对该设施进行了

HAZOP 分析，确保设施的工艺安全运行。  

2016年为了进一步优化油气回收系统，计划将现有油气回收系统进行升级，目前已纳入工

厂项目评估中。 

   粉尘可持续监测（PCME）预警控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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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ME® 是卡博特公司自主安装的环境监控预警设施。卡博特天津工厂到 2013年

10月完成全部 25套 PCME安装。自投用以来，运行良好，现已成为工厂控制粉

尘泄漏必不可少的预警卫士。 

✓ PCME安装在分离系统后的工艺管线前端，通过探杆的电荷传递量的变化敏锐地

捕捉到到 mg/M3的粉尘粒子，电信号时时反馈到生产计算机系统，设置报警控

制。 

 

  废水在线监控 

✓ 效用：在线监测废水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  

✓ 数据实时监测，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每 2 小时各测定一次，

数据传输到地方环保局 

✓ 实时监控进入工厂工艺控制 ASPEN 系统，设置报警和运行控制。  

 

                  
 减少用水的努力 

天津是极度缺水的城市，我们珍惜每一滴水的使用，在卡博特天津工厂实现了生产

水 100%的循环使用，2015年卡博特进一步辨识节水的潜力，在锅炉排凝、轴封冷却

和雨水收集环节，可以进一步实现每小时 12吨的水回收再利用。工厂投资 50万元

建立了循环网、集水池和供水系统，回收后的水将全部用于湿法脱硫的淋洗水，项

目将在 2016年 5月投入使用，实现年节水 1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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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余热利用，实现最佳循环经济模式 

2016年 3月，投资 1500万元的天津工厂在线锅炉、在线预热投入建设，将在年内

投入使用。该项目利用生产环节的热烟气换热每小时产生蒸汽 5吨，余热再预热生

产原料，清洁的能效方式等效年节省 5000吨标准煤。 

 创建和谐社区，体现环境社会责任 

✓ 2006年以来，卡博特天津工厂炭黑生产的尾气通过 3台工业燃烧炉全部回收，

年产蒸汽 55万吨，发电近 9000万千万时，其中超过 60%的蒸汽通过开发区现

代产业区为区内 50余家企业提供生产和生活用蒸汽，特别是在非采暖季减少了

现代产业区燃煤锅炉的运行。 

✓ 2017年在滨海新区工信委和开发区的积极推动下，卡博特天津工厂与长芦汉沽

盐厂签订了蒸汽供应协议，深度挖掘潜力年供蒸汽约 35 万吨，成功实现“美丽

天津一号工程”长芦汉沽盐厂 3台共计 90吨燃煤锅炉清零的目标，为天津滨海

新区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利用余热余压替代标煤约 12 万吨，以及相应的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总量消减。 

 加大资源投入，加强环境治理： 

✓ 10余年来，卡博特的余热余压利用为区域替代燃煤锅炉、节能减排起着重要的

作用，卡博特天津在总公司的规划下，已确定了环境保护路线图，第一步对二

氧化硫和粉尘两项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是远优于炭黑企业，目前已实现总量

消减 80%以上，利用现有先进的设施，优化稳定运行，继续保持超低排放。第

二步针对技术要求更高的氮氧化物排放，在 2015年确定了最终减排计划和技术

路线图，2017 年 6月完成脱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获得环评批复，启动施

工建设，总投资达 8700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7年底已完成第一阶段能源中心

二的脱硝技术改造，试运行稳定，计划到 2018年下半年完成全部脱硝项目改造

工程，实现氮氧化物总量排放削减 47%的目标。详见下表： 

 2016 2017 2018 

减排投资，万元 790 3240 4670 

工程技术方案 低氮燃烧器，烟气

再循,SNCR 

SCR SCR 

项目进展 已投用 已投用 5月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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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数据报告 

 

4.1  常规污染因子 

 

 

   废水 

▪ 工厂工艺废水为永久循环使用，不产生废水排放；工厂总排口排放的废水主要

来源是湿法脱硫废水、公用设施排水和生活废水。 

▪ 2013年工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在排放口规范化工作中合并为唯一的规范化

排放口。 

▪ 核定的污染物控制种类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排放浓度均稳定远低于排放限值。 

排口装有在线流量计，加权计算排放总量。   

2016-2018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 

 

 

废气 

▪ 工厂能源中心有两个排放口，是常规污染因子废气的排放口，废气主要来源于

工艺尾气处理装置、干燥工艺，湿法脱硫处理后的气体排放。 

▪ 废气排口的常规监测污染因子为二氧化硫和粉尘，适用 GB16297《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工厂自备二氧化硫在线监测系统和嵌入 DCS系统控制和监

测，充分保证了设施全时的运行和脱硫效率。   

▪ 2016-2018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远远低于标准值，其中二氧化硫测试

中受湿度干扰，测试结果波动较大，2018年安装大气在线监测设备，如下表：  

 

 

 

 

废水 
标准限值 

(mg/L) 

2016 2017 2018 

浓度 

(mg/L) 

排放总量 

t 

浓度 

(mg/L) 

排放总量 

t 

浓度 

(mg/L) 

排放总量 

t 

COD 500 65.8 21.4 74 26.2 57.1 24.7 

NH3-N 45 2.4 0.8 3.3 1.2 2.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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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排放限

值 

(mg/m3) 

总量指

标吨 

2016 2017 2018 

浓度 

(mg/m3) 

总量 

t 

浓度 

(mg/m3) 

总量 

t 

浓度 

(mg/m3) 

总量 

t 

1#排口 SO2 
550 

1070 

 

23 
68 

15 
64 

29.4 
135 

2#排口 SO2 29 15 54.9 

1#排口颗粒物 
120 未规定 

3.8 
9 

12.6 
12 

12.1 
16 

2#排口颗粒物 3.3 2.4 6.5 

 

4.2  特征污染因子 

 

 

炭黑尘 

▪ 天津工厂的 5条炭黑生产线， 天津工厂采取最先进的负压输送技术，最大程度

上减少了炭黑的正压漏出，在炭黑分离工艺的空气排放涉及加工袋滤器、防空

袋滤器和包装粉尘袋滤器 3个空气排放口。其中特种炭黑生产线为 5个空气排

放口。 总计 17个炭黑生产空气排放口， 色母粒生产线 3个空气排放口。  

▪ 卡博特炭黑的分离采用全球最高品质的滤袋系统控制，效率高达 99.99％，25

套粒子连续监控系统装置（PCME），实现了工艺计算机控制系统对粉尘监控的

预警和前端控制。 

▪ 历年监测的排放口的炭黑尘均低于排放限值，平均浓度只有排放标准 1/10  

 

大气 

限值 

(mg/m3

) 

2016 2017 2018 

平均浓度 

(mg/m3) 

总量 

t 

平均浓度 

(mg/m3) 

总量 

t 

平均浓度 

(mg/m3) 

总量 

t 

炭黑尘 18 6.9 6.1 6.5 1 2.3 6.3 

 

4.3  废弃物 

▪ 工厂的一般废弃物主要包括工业废渣、建筑废物和生活垃圾。  

▪ 工厂的危险废物主要是矿物油及其污染物。 

▪ 工厂的一般废弃物由地方环卫综合处理，危险废弃物交由持证单位处理。 

 

环境污染因子 2016 2017 2018 

一般固体废弃物，吨 439 478 561 

危险废弃物，吨 50 11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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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源  

 

水消耗 
 

▪ 卡博特天津工厂内部启动水资源管理项目，工厂每月更新水平衡图， 用水部门

建立了用水指标和目标管理。 2016年工厂已经开始施工回用中心水池项目，

通过对冷却水、定连排水和雨水的收集，回用于湿法脱硫，年节水量可达 10万

吨。  

 

年 度 2016 2017 2018 

自来水取水量（10000吨） 172 195 241 

自来水单耗（吨/吨产品) 5.87 3.94 4.19 

 

      能源 

▪ 碳黑工业使用的原材料原料油，传统的煤焦油为我公司和行业所开发利用，生

产优质的非二次能源类工业产品， 产生巨大的减排煤焦油传统的燃烧排放效

应。 煤焦油传统的应用在钢铁行业产生定量的污染负荷, 这种负荷在煤焦油应

用在炭黑行业转化方式得到变革性的改变，取得最大化的环境负荷减量 

▪ 欧盟污染综合预防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EU IPPC Reference Document on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Carbon Black）中对于

炭黑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参考水平为：2.388-2.846 

 

卡博特， 年   度 2016 2017 2018 

产品单耗，吨标煤/吨产品  1.79 1.73 1.68 

 

▪ 天津工厂将尾气 100%的回收利用，产生的蒸汽除自用外还提供给工业园区与汉

沽盐厂，工厂利用蒸气发电并网，满足工厂自用的需求。 

▪ 2014年天津工厂主动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按照国家要求定期进行能源

审计。  

▪ 2014年 6 月份卡博特天津工厂参加“2013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能

效领跑者评比”，获得行业“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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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的能源审计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企业名称 
吨炭黑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 

吨炭黑余能发电量

（千瓦时） 

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 1716 907 

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1897 409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573 

 

 

 

 

 

 

 

5. 应急预案 

 

卡博特公司已制订《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以及《卡

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并于 2018年 12 月 7日在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120116-KF-2018-084-M，无环境事故发生。 

天津工厂建立了完善的应急反应和救援体系，并每年进行各项专项预案的演练。  

▪ 环保事故综合预案 

▪ 化学品泄露专项预案 

▪ 火灾爆炸专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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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责任 

▪ 2013年为贫困山区学校捐赠可再利用的电脑，帮助学生们实现网络梦。  

▪ 2013至今，天津工厂每年举行开放日活动，来自政府、社区、地方人大、政

协，以及波士顿大学学生深入工厂，了解卡博特天津工厂的运营和环境控制。  

▪ 2014年至今，天津工厂每年为孤贫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捐款 10万元，用于做心

脏康复手术，累计捐款额 60万元。 

▪ 2014年，天津工厂向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 50万元，帮助天津当地的

白内障患者完成手术。 

▪ 2015年，卡博特天津工厂作为天津科技大学以及天津滨海新区汉沽第五中学的

“环境与科学”教育基地，迎来了大约 130名师生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开拓学

生们的视野、提高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及绿色环保的认识。 

▪ 2017年，清华大学学生来工厂参观，提高对环保的认识和关注。 

▪ 2018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来访参观和交流，对工厂在环保和能

效及区域经济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肯定。 

▪ 2018年，卡博特天津工厂向寨上街铁坨里社区捐赠音响一套，用以丰富社区老

人们的晚年生活。 

▪ 2018年，卡博特天津积极走出工厂，来到社区居民当中。利用自身在安全、环

保、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居民生活当中的实际情况，为周边社区居民提

供生活方面的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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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观卡博特环境教室 

 

    卡博特天津工厂环境教室于 2014 年 5 月建成开放，迄今已经接待参观者近千名，环境

教室集中表现了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整合的环境控制、展示了卡博特在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产

品的同时、充分履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了解更多关于卡博特的信息 
 
 

http://www.cabot-corp.cn/ 
 

 

 

联系我们： 

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 

卡博特高性能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    

瑶山路 1 号，300480  

电话：+86 22 59911200 

传真：+86 22 67160017 

     

http://www.cabot-corp.cn/
http://www.cabot-corp.cn/
http://www.cabot-corp.cn/

